
“只闻其声， 不见
其人，默默奉献 ，幕后
英雄！ ”

也许她们并不在
惩奸除恶的前线，也许
她们并没有硕果累累
的战绩，但她们却用耐
心与沉着默默守护着
这座城市。 1 月 10 日，
我国第 30 个“110 宣传
日”当天 ，记者走进海
口市公安局 110 指挥
中心，亲身感受这群电
话背后的英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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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背后的守护者
“您好，110！ ”
接警员的每个电话都是从这一句

开始。
“16：01 要求往指定账号汇款电

话诈骗。 ”
“16：04 称被老婆电话诈骗 9900

元。 ”
“16：06 举报开发票名义诈骗。 ”
“16：08 昨天喝多了包不见了。 ”
“16：10 一名女子报警称被打。 ”
记者在现场看到， 每个电话时长

约在 90 秒，接警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
打字，准确地记录地址、内容等相关内
容，然后根据情况作出相应的处理。 这
个在普通人看来仅仅是“打电话”的工
作却并不简单。

据海口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副主
任何磊介绍，接警员通过考试后，必须
经过 4 个月的专业训练、语言训练、计
算机操作等训练。 其中地形地貌、道路
状况、警力分布是最难的。 而这群姑娘
们通过不断努力， 现在所有信息都能

了然于心。
一张贴满胶布的海口市地图放在

接警员小陈的桌子上， 当记者问她为
何粘上胶布时， 她说 “因为翻得比较
多，贴上就不会破了！ ”

“平常没事就会看下，尤其是一些
新变更的街道，小巷！ ”小陈说，“刚开
始看的头都大了，也记不住。 没办法，
只有死记硬背，现在所有的街道、标志
建筑物都非常熟练。 ”

谈到最棘手的事情时 ，接警员小
丁告诉记者，一些报警人情绪比较激
动 ，这就需要先安抚情绪 ，然后慢慢
地引导他们说出信息。 还有一些外地
游客对海口并不熟悉 ，这就需要引导
其说出周围的标志性建筑物来确定
地址。

团队协作28分钟擒匪
“有人被抢了！ ”电话里传来一名

男子的求助声。
2015 年 8 月 15 日 20 时 48 分，意

识到情况紧急的接警员， 一边询问报
警人情况一边举手示意有紧急情况 。
电话一端的报警人称一位老太太被人
持刀抢劫，自己看到后报警。

“海甸岛万兴路与傍海路路口是
吧？ ”接警员再次确认着案发地点。 此
时， 一旁的指挥员立即通过对讲机指
令美兰红岛边防派出所、 美兰便衣队
及巡逻车赶往现场。

“男性，徒步 ，穿白色上衣 ，短裤 ，
体型偏瘦， 身高约 170 到 180 公分，持
刀劫走 1 黑色手提包， 往月亮湾方向

逃跑！ ”20:59 分，指挥员快速描述着线
索，并指挥附近警力迅速展开搜捕。

21：16 分， 对讲机里传来美兰便
衣队反馈，在碧海大道世纪大桥附近
将嫌疑人抓获 ，当场缴获赃物和作案
工具。

此时 ， 指挥大厅里一片欢呼之
声。从接报到抓获仅用时 28 分钟，这
与接警员反应快速 、指挥员指令清晰
果断 ， 以及一线民警的勇敢密不可
分。 这更是多年来团队熟悉掌握战术
执行的结果。

海口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副主
任何磊告诉记者 ，自 2008 年以来 ，海
口“两抢”案件明显下降 ，目前日均报
案量已低至 2 至 3 起 。 这是屯警街
面 、多警联动 、扁平化指挥带来的显
著成果，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

从“七朵金花”到70多人团队
1996 年12 月 1 日 ， 海口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成立。 秋警官是首批的
7 名接警员之一， 因为是 7 个女孩的
缘故，她们被同事们亲切的称为“7 朵
金花”。

时 光 飞 转 ，2016 年 1 月 10 日 ，
秋警官已从一名接警员 ， 成长为指
挥员 。 当初的 7 个人 ， 已变为如今
70 多人的团队 ； 当初的 9 部录音电
话 ，也发展到如今的 “数字中继 ”，视
频监控等高科技系统 ； 一叠叠手写
的接警记录本 ， 已被如今的全电脑
操作所取代 。

19 年来，周围人和事都在不断变
化 ，而不变的是她对 “110”这份工作
的热爱。 面对记者的采访 ，秋警官的
话并不多 。 但当谈到海口 “110”多年
来最让她欣慰的事 ，莫过于老百姓从
最初的不熟悉 ，到现在对 “110”的认
同与信任。

“工作压力大 ，要求也更高 ，但我
们的责任也更大！ ”秋警官如是说。

谁在犯
９８％是乡科级及村干部
国家下拨至基层的资金品类繁多，相

关领域正是吃拿卡要、贪污腐败等行为高
发地带。 负责具体工作的基层站所和镇村
干部，成了“易感人群”。

记 者 梳 理 发 现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至 １２
月，８６０ 起被通报问题中， 涉及人员超过
１０４０ 人。 这其中，处级干部 ２０ 多人，科级
和科级以下干部 ３９０ 余人 ， 而村干部涉
事的超过 ６３０ 人。 群众身边的“蝇贪”“蚊
贪”，暴露出的 ９８％都是乡科级和更为基
层的干部。

哪最多
甘、内蒙古、桂均超５０起
３２个省级单位通报的８６０起问题中，甘

肃、内蒙古、广西分别以５９起、５５起、５０起位
列前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上海通报数
则较少，分别为９起和３起。

记者梳理发现 ，北京 、河北等东部１０
省 （市 ）共通报２６７起案件 ，山西省 、河南
省、湖北省等中部６省共１５６起 ，东北三省
通报６４起。 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
等１０个省（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通
报问题２６８起，通报实现无死角。

“高发地”
专项资金与津补贴

记者梳理发现，群众身边的“四风”和
腐败问题，主要分为三类：围绕国家下拨
给单位或集体的津补贴， 单位或集体资
金，群众原有财物和应拨付给群众的津补
贴。 这其中涉及农业生产、住房改造、救灾
防灾、污染改善、国家优抚多个方面，具体
项目超过２６个。

半年来，涉及的国家下拨的专项资金

和津补贴问题多达３３７起，涉及单位或集体
资金的有２３２起。应拨付到群众个人的资金
和津补贴，被“动手脚”的多达２９１起，而一
些群众的低保金，涉及孤儿、老人、残疾人
的安置和管理资金也难逃“毒手”。

如何贪
行受贿、骗套取、侵占克扣
面对送到“嘴边”的“肥肉”，一些干部

是如何将其收入囊中？就公布的问题来看，
主要存在以下四种形式：违规使用、挪用各
类资金、违规发放津补贴；行贿、受贿、主动
索贿；虚报、冒领、骗取、套取各类专项资金
和津贴、补贴；贪污、侵占、克扣各类专项项
目资金和津补贴。

经统计，贪污、侵占、克扣各类项目资
金和津补贴，以及行贿、受贿、主动索贿居
多，分别达到 ２５２ 起和 ２３０ 起。其次是针对
各类项目资金和津补贴的虚报、 冒领、骗
取、套取，多达 ２０５ 起。 此外，违规使用、挪
用各类资金、 违规发放津补贴的情况仍为
到 １７３ 起。

有多凶
案值大到超８亿，“万元贪”居多

“蝇贪”、“蚊贪” 不容小觑。 ８６０起被
通报问题涉及金额已超过１２．４亿元。 其中
最大案值的是， 北京市２０１５年８月份通报
的一镇农业服务中心原主任受贿 、 挪用
公款的问题 。 该干部擅自动用中心代管
的村级资金进行投资理财 ， 总投资额达
８．２１亿元。

除去部分案件未公布具体数额， 其余
案件显示，涉及金额超过１００万元以上的不
足３０个，而１万至１０万、１０万至１００万之间的
违纪、违法问题，分别为１４４个和１０８个。 小
于１万元的问题共通报４０余个。

（新华社）

谁在犯？如何贪？
———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大数据分析

用电话忠诚履职
只闻其声的“平安天使”

———走进海口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接警员群体
本报记者肖瀚

海口 110 指挥中心接警员正在接警

村镇干部用“公家钱”理“自家财”，
危房和厕所改造资金被侵占……２０１５ 年
下半年，中纪委六次发布月度通报，共曝
光 ８６０ 起群众身边的 “四风” 和腐败问
题，“灭蝇除蚊”力度不减。

近日， 记者对通告中的近万条有效
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发现，“四风”“贪
腐”９８％是乡科级及村干部、 专项资金和
津补贴是“高发地”、“万元贪”居多。

陵水三才食药监所
加强食药安全监管

确保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董林 通讯员
杨国芳 刘少明） 记者近日从陵水黎族
自治县三才食药监所获悉，去年，该所
全面提升食药安全监管防治能力，采取
多举措加强食药安全监管，确保辖区群
众“舌尖上的安全”。

据了解，该所从源头把关，严格市
场准入。对辖区监管对象进行全面摸底
排查和建立档案资料， 实行 “多证合
一”、“法人承诺制”、“食品经营许可证”
和“第三类餐饮服务企业许可现场核查
制度”，及时进行现场核查。对存在问题
的食品药品经营企业当场下达责令整
改和书写现场检查笔录， 并及时复查。
同时， 该所抓好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
动，集中力量消灭“甲醛牛百叶”等食品
药品突出问题， 深入推进城乡结合部、
农贸市场等重点领域治理。

据悉，该所监督完善三才镇农贸市
场整治工作，打通食品安全的“最后一
公里”。 督促农贸市场蔬菜农药残留检
测点进行检测和每日及时公示检测结
果， 主要检查是否抽检 5 个以上摊位，
是否抽检“两瓜、两豆、一菜”5 个必检
品种，抽检蔬菜品种是否 10 个以上，检
验人员操作是否规范等。

正是由于该所持续高压不间断的
打压假冒伪劣食药品的生存空间 ，不
断强化消费者饮食安全意识和防范维
权意识 ，增强企业守法经营 、合法经
营意识 ，才有效确保辖区群众 “舌尖
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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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幽美的海口市白沙门公园，如
今是游客和市民的休闲乐园。人们到这
里游玩，为得是陶冶情操、放松身心。美
丽的环境让人心旷神怡，可公园里乱扔
垃圾的不文明现象，却大煞风景。

近日，记者在白沙门公园内，发现
部分家长带着小孩在休息饮食区购买
烤串前往公园公共活动区域吃喝，并
将垃圾随意丢弃。

常到公园锻炼的市民呼吁， 对公
园树木和草坪的爱护， 更多要靠市民
的自觉， 希望市民在游园时要有公共
意识，把公园当成自己家的院子，也希
望践踏草坪、 乱扔垃圾等不文明现象
尽早消失。

本报记者高凌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程敏 通讯员郭惠丹）
为整合和优化西海岸酒店群消防资源，
提高西海岸酒店群初起火灾处置水平，
1 月 10 日， 海口消防支队组织西海岸
片区多家酒店开展区域联防灭火演练。

据悉，演练模拟场景为酒店发生火
灾后，人员进行疏散，同时区域联防各
成员单位协作灭火、联动救援。 演练过

程中，各单位积极配合，火灾处置快速
得当，演练取得预期效果。 此次演练有
效提高了区域联防各成员单位处置火
灾事故的能力，同时也及时发现了演练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下一步，海口消防
支队将继续指导区域联防各成员单位
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进一步提高各单
位扑救初起火灾的实战能力。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陈建
宇）1 月 11 日，海口市美兰区城管、灵山
镇、公安、联防等联合行动，出动 422 人
依法拆除灵山镇大统村 7 宗框架结构的
违法建筑， 拆除总面积达 5150 平方米。
拆除行动平稳顺利，于当天中午 12 点左

右全部结束。
当日上午， 记者在拆违现场见到了

即将被拆除的几宗违建， 它们有的已砌
上部分墙体， 有的则还是四面透风的钢
筋混凝土架子。 据美兰区城管灵山中队
一名队员介绍， 当天拆除的 7 宗违建均

位于重点项目征收区域。近两个月来，部
分群众无视政府土地征收政策和违建防
控规定， 在未取得合法手续的情况下擅
自施工建设。 美兰区城管灵山和机动中
队巡查发现后，多次到现场制止施工，多
次责令违建当事人改正， 并对施工车辆

进行了扣押。但有关当事人拒不改正，和
执法人员打时间差， 继续顶风偷建、抢
建。 “对新建违建，我们的态度是坚决打
击，绝不手软。”美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更有效震慑违建当事人， 美兰区政府
组织了本次大规模打违行动。

践踏草坪 乱扔垃圾
部分游客不文明行为让海口白沙门公园屡“受伤”

重点项目区域内打违不手软

海口美兰依法拆除7宗违建

① 一男子将垃圾随意扔草坪上

② 被游客遗弃在草坪上的垃圾

③ 被游客扔在树下的空椰壳

①

②

海口消防组织西海岸多家酒店开展灭火演练

区域联防扑救初起火灾

本报讯（记者林小钦 通讯员陈焕
林）近日，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市政消
火栓系统建设工程设计通过政府审批，
老城经济开发区计划投入 83 万余元专
项资金，建设市政消火栓 99 个，破解消
防灭火用水难问题。

据悉，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
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建设面貌发生了
明显变化，开发区内企业种类繁多，分
布散、应急能力有限，但市政消火栓却
没有得到同步增加。 针对市政消火栓

缺乏、 消防执勤灭火取水难的实际问
题， 澄迈消防大队将市政消火栓建设
作为重点工作， 多次将有关情况向老
城开发区管委会领导专题汇报， 提出
建设性意见， 引起开发区管委会领导
的高度重视。

近日，老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书记
莫仲敏积极协调，促成管委会最终拍板
定案， 将分批次投入 83 万余元专项资
金，建设市政消火栓 99 个，计划今年完
成建设任务。

澄迈老城投入83万余元专项资金

建设99个市政消火栓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董林 通讯员
崔俊）近日，为认真做好辖区网吧的消
防安全管理工作，彻底消除潜在的火灾
隐患，陵水黎族自治县消防大队深入辖
区部分网吧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并为网
吧员工开展消防培训。

检查人员对所检查的网吧员工讲
解了灭火器使用、消防隐患排查等方面
的知识。通过此次检查有效地提高了辖
区网吧经营者的防火安全意识，净化了
网吧的消防安全环境，为确保消防安全
形势的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陵水消防深入网吧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讲解消防隐患排查知识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董林 通讯员
崔俊）1 月 7 日上午， 省卫计委有关负
责人深入陵水人民医院检查指导重大
火灾隐患整改工作。

该负责人要求陵水卫生局要按照

“管行业管安全”的要求，与陵水消防大
队一起，继续做好对陵水人民医院重大
火灾隐患整改督促帮扶工作，督促其尽
快整改重大火灾隐患，帮扶其尽早完善
消防验收手续，确保医院安全运营。

省卫计委检查陵水人民医院安全运营

督促尽快整改重大隐患

③


